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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oung children of 0 - 2-year-olds are at the fundamental stage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 Welldeveloped sensor and motor are believed to contribute to the future intelligent and physical development. The aims of this paper are two-fold: to describe young children’s motor, language,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childcare takers how to
design appropriate musical teaching activities for young children. This study categorizes 0 2-year-olds to five stages: Stage 1: birth to 3-month-olds; Stage 2: 4 to 6 months; Stage 3: 7 - 12
months; Stage 4: 13 - 18 months; and Stage 5: 19 - 24 months. Children’s motor development, language communications, and cognition exploration in each stage were described and the principles
of appropriate teaching activity design were also illuminated. Proper music activity designs for
young children shall consider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irst of all, the instructors shall combine
visual sense, auditory sense, sense of taste, sense of smell, and sense of touch with music activities,
in order to stimulate young children’s perception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instructors can select children’s songs with obvious rhythm and highly repeatability. These
songs are better close to young children’s living experiences. Finally, the instructors can adopt
beat musical instruments which are easy for young children to hold. The beat musical instruments
and children’s songs would facilitate their motor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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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婴幼儿时期是个人身心发展的奠基阶段，此阶段建立良好之感觉及运动发展，有助于建立未来智力与体
能开发的基础。本研究主要目的为依据0~2岁不同阶段婴幼儿的发展历程，提出因应不同发展阶段的需
求，教保人员如何设计适龄适性的音乐活动。本研究将0~2岁婴幼儿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出生至
三个月；第二阶段：四至六个月；第三阶段：七至十二个月；第四阶段：十三个月至十八个月；第五阶
段：十九个月至二十四个月。分述各阶段身体动作、语言沟通及认知探索三方面的发展特征，并且说明
适龄适性之教学设计原则。针对0~2岁婴幼儿音乐活动设计原则，本研究提出三点结论：一、应提供感
官刺激的活动，结合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动觉等感官刺激建立知觉活动。二、提供节奏明显、重
复性高及贴近婴幼儿生活经验之歌曲，搭配肢体动作的音乐活动可增进其感官知觉发展。三、使用容易
抓握及易拍打之节奏性乐器，透过同时歌唱及敲击乐器，培养婴幼儿动作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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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音乐播放软件的广告写着：“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100 天之后，我们就开始听得见，音乐”。胎儿
在第二十周出现耳蛞的功能，听觉器官开始有功能，约第二十四周开始对听音有反应，当母亲聆听轻快
优美的音乐时，胎儿的心跳正常且稳定；到了婴儿时期，若给孩子听怀孕时常听的音乐，婴儿则能按声
音方向转头[1]。一岁以前的婴幼儿对声音具有辨识能力，能够分辨声音大小、频率、以及方向[2]，能听
到不同的声音并利用能拿到的东西制造声音，例如：奶瓶、棒子等可抓握之物品。多元的外界声音刺激，
可以加速婴幼儿听觉神经和语言听觉的发展，因此运用创造性音乐活动可促进婴幼儿多元智能发展。
婴幼儿时期是个人身心发展的奠基阶段，此阶段建立良好之感觉及运动发展，有助于建立未来智力
与体能开发的基础。不过，对于 2 岁以前的幼儿发展相关研究甚少，而且幼儿教育和保育的课程设计多
以 3 岁以后的幼儿为主，较少关注 2 岁以前的婴儿阶段。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为提出 0~2 岁不同阶段婴幼
儿的发展历程，并提出因应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教保人员如何设计适龄适性的音乐活动。借由父母亲
进行亲子互动游戏，或由教保人员设计婴幼儿活动，可增加婴幼儿早期的游戏经验及前庭刺激[3]，提升
其语言、身体动作及人际互动等能力。

2. 0~2 岁幼儿发展特征
杨晓苓、段慧莹于 2007 年发表之“0~2 岁婴幼儿适性发展学习活动纲要之研究”，将 0~2 岁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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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五阶段，第一阶段：出生至三个月；第二阶段：四至六个月；第三阶段：七至十二个月；第四阶段：
十三个月至十八个月；第五阶段：十九个月至二十四个月[4]。本文采取上述分龄阶段，并依照各阶段身
体动作、语言沟通及认知探索三方面的发展特征[5]，分别说明。

2.1. 第一阶段(出生至三个月)
2.1.1. 身体动作方面
俯卧时可抬起头及颈部，伸展肢体；双手能碰在一起，试图伸手拿眼前物品，并且抓握放在手心的
物品。
2.1.2. 语言沟通方面
会朝发出声音的方向转头，当照顾者对婴儿说话时，会注意照顾者的口型变化，发出声音自娱及响
应成人的声音。
2.1.3. 认知探索方面
婴儿眼睛能追随物品移动，对光线及声量的变化有反应，会模仿成人的脸部表情；对不同触感有反
应，并且探索自己的双手。

2.2. 第二阶段(四至六个月)
2.2.1. 身体动作方面
俯卧时能以手臂撑起胸部自己翻身并且匍匐移动；在照顾者协助下能坐稳；能伸手拉或耙抓物品，
摇晃手中物品；能抬腿碰触物品。
2.2.2. 语言沟通方面
会注视说话的人，尝试发出不同的声音，并且回应成人的话语；对熟悉的童谣或音乐有反应。
2.2.3. 认知探索方面
会重复进行有目的性的行为，能模仿简单的动作；能用眼睛搜寻声音的来源，注视颜色或图案鲜明
的图片/玩具，会用嘴巴探索物品。

2.3. 第三阶段(七至十二个月)
2.3.1. 身体动作方面
会撑起身体向前爬行，在协助下站立几秒与行走，并且自己坐稳；能用拇指配合其他手指钳握物品，
将物品由一手换到另一手；能以双手拍手。
2.3.2. 语言沟通方面
该阶段属于发音准备期，能模仿大人的简单话语，在牙牙学语中出现声量、高低和节奏的变化，并
且以肢体动作进行沟通，与人对话时能理解简单语汇的意思。
2.3.3. 认知探索方面
能分辨熟悉的家人与陌生人，呼叫他的名字时会有反应；此阶段已发展保留概念，会寻找完全被藏
着的物品；能设法接近想要的事物，操作简单玩具。

2.4. 第四阶段(十三个月至十八个月)
2.4.1. 身体动作方面
能独立稳定行走，亦可拿或拖拉物品行走；能保持平衡以两指(拇指、食指)捡拾地上物品，并将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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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入或倒出容器；会做出丢掷玩具或物品的动作；能翻硬纸板书。
2.4.2. 语言沟通方面
此阶段幼儿属于单字句期，能讲至少十个单字，出现电报式的话语(如狗狗汪汪)，能用语言表达想要
的东西，并且理解简单日常生活用语；能指认或说出熟悉物品/动物的名称，回答简单问题。
2.4.3. 认知探索方面
能遵从简单的指令，指认常见物品与简单身体部位，了解常见物品的用途；能配对简单形状，并且
以新的方式探索物品的特性。

2.5. 第五阶段(十九个月至二十四个月)
2.5.1. 身体动作方面
粗动作部分能独立地走上楼梯、奔跑、原地跳起及踢球；精细动作部分，能堆栈数个小积木、拿笔
涂鸦、一页一页地翻书。
2.5.2. 语言沟通方面
此阶段为多字句期，可说出 20 个以上的字汇，及简单的身体部位名称，并且以短句与他人对话；能
自己阅读图画书；听到喜欢的音乐或歌谣会跟着手舞足蹈或哼唱。
2.5.3. 认知探索方面
触觉部分能分辨冷热、软硬、干湿、大小等；会依形状或颜色分类，并拼简单拼图；对涂颜色活动
感兴趣。

3. 音乐活动设计原则
0~2 岁幼儿属于感觉动作期(sensorimotor period)，教保人员及照顾者在进行音乐活动时，尽可能提供
婴幼儿感官刺激的活动。音乐选取部分可提供节奏及音乐元素明显之乐曲，例如：强弱、高低、快慢等；
儿歌部分可挑选重复语句、及贴近幼儿生活经验之歌曲。乐器使用方面，可以提供婴幼儿容易抓握及易
拍打之节奏性乐器，例如：沙铃、铃鼓、手摇铃、波浪鼓等，由于此阶段幼儿听觉及触觉更为敏感，因
此应提供声音柔和及质地较柔软之乐器及辅助教具。下列依据每个发展阶段，说明适龄适性的活动设计
原则。

3.1. 出生至三个月：强调婴幼儿基本视觉与听觉感官发展
3.1.1. 身体动作方面
以口语、拍手或辅助声光器材吸引婴儿目光，使之俯卧时练习抬头动作。提供可抓握之有声物品，
增进婴儿伸手抓取及抓握之动作训练，例如：沙铃、手摇铃等。以模仿性、协调性及重复性的动作，运
用歌谣念唱，协助幼儿探索不同音乐的节奏，并从轻柔的音乐中稳定情绪和感受。协助婴儿缓慢地伸展
肢体，例如：成人握住婴儿双手重复合拢和张开的动作等。
3.1.2. 语言沟通方面
以声音或歌唱方式吸引婴儿注意，提升其听觉敏感度。与婴儿面对面直视歌唱，注意婴儿是否能够
模仿成人嘴型及以声音回应成人。
3.1.3. 认知探索方面
以不同材质的球让婴儿抓握及抚摸，再以触觉球在婴儿四肢滚动，提供不同触感的刺激，并且经由
触摸探索自己的双手。幼儿越早能够转头，视觉追踪发展越早开始，摇铃是鼓励幼儿转头的最佳工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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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亦可提供声光投射或床边拉铃，使婴儿眼睛追随光线或声音移动，上述动作也可以侦测幼儿的听觉
和认知发展是否正常。

3.2. 四至六个月：训练婴幼儿强化身体肌肉与对声音的敏感度
3.2.1. 身体动作方面
以幼儿熟悉的物品放在前方，引导幼儿撑起身体并且练习匍匐移动，增进粗动作协调能力。在距幼
儿前方一臂长的地方挥舞摇铃，吸引幼儿，使其练习伸手拉或耙抓的动作。随着儿歌或念谣的节奏，朝
上、下、内、外的方向屈伸双脚，在两腿分开时发出某个有趣的声音，吸引幼儿的注意力，由于此阶段
幼儿听觉较灵敏，避免使用巨大声响之物品或乐器。
3.2.2. 语言沟通方面
照顾者多与幼儿面对面说话或唱歌，并且歌唱时在幼儿身体四肢随着歌曲速度拍打或按压，使幼儿
注视照顾者，并且感受音乐的稳定速度。
3.2.3. 认知探索方面
可提供幼儿容易抓握的物品或乐器，例如：小沙包或沙铃，模仿照顾者做出摇晃动作，播放幼儿熟
悉的儿歌，跟着拍子摇晃乐器，可吸引幼儿搜寻声音的来源。因为此阶段的幼儿开始长牙，喜欢将物品
往自己嘴巴放，照顾者应该留意避免婴幼儿误食小物品。

3.3. 七至十二个月：伴随爬行的音乐活动促进前庭系统发展
3.3.1. 身体动作方面
幼儿的俯卧是发展近距离视觉及视觉调节的重要阶段，提供镜子、有声物品或乐器，鼓励幼儿找寻
声音来源俯地爬行。将幼儿仰躺或俯趴在海滩球或治疗球上摇摆，增加其动作技能的经验，但因幼儿控
制肢体动作的能力尚未完全发展成熟，因此上述动作必须留意幼儿的安全性，建议应该在地板上铺置软
垫。前庭系统、平衡感和视觉是互相依存的，可将幼儿抱在怀里，往左右两侧和各个方向缓慢转圈，亦
可将幼儿缓慢举高再放下，重复这些动作或加入自己的舞步，例如：华尔兹。过度用力的摇晃可能造成
婴儿摇晃症(shaking babies)，建议成人进行上述活动时应该缓慢且轻柔。
3.3.2. 语言沟通方面
节奏对幼儿语言、肢体发展和学习都很重要，为了增加听觉刺激，利用音乐或声音与幼儿玩躲猫猫
游戏，幼儿能分辨声音的方向。提供家中随手可得的用具，作为幼儿把玩的自然乐器。此阶段的幼儿开
始出现无意义的发声练习，透过游戏活动，在游戏段落结束时，搭配音调，例如：用小手帕遮住脸，照
顾者拿下小手帕时，可以说：叮咚！以引发幼儿的注意，并增加游戏的趣味性。或者，当照顾者给幼儿
球，幼儿尝试将球丢出去时，可以伴随动作说出“丢”!
3.3.3. 认知探索方面
因为幼儿开始大量的练习爬行，因此提供不同材质的地面，可以增加感官刺激，用听、看和感觉探
索环境，对幼儿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发展过程。此阶段的幼儿也可以提供图画简单的小书或字卡，让幼儿
开始认识水果或颜色名称等。

3.4. 十三个月至十八个月：步行和稳定的动作技能，伴随快速的词汇发展
3.4.1. 身体动作方面
这阶段幼儿的动作技能发展是最重要的任务，可透过按摩身体、发展身体觉知、为肌肉和韧带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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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的活动，可一边活动幼儿的肢体，一边哼唱有节奏感的歌曲，节奏感能帮助幼儿发展数学排序概念
及动作计划能力。因为幼儿开始学会走路，同时手部的肌肉也更为强壮，照顾者可以加强手臂摆动和悬
荡身体的活动，增进幼儿手肘的肌肉张力，进而强化颈部肌肉。例如，照顾者拿不同颜色的球让幼儿试
着投入洗衣篮中。由于幼儿开始学走路，环境中的桌角、墙角等都是幼儿容易受伤的区域，建议照顾者
进行活动前可以留意是否加贴防撞护条。
3.4.2. 语言沟通方面
早期的听觉刺激有助于幼儿理解及语言发展，音乐的组成元素、旋律、音调与和声能滋养幼儿快速
发展大脑，透过教保人员或照顾者的歌唱，将愉快的情绪传达给幼儿，并且使用简单的自制乐器与幼儿
一同歌唱。照顾者重复幼儿的儿语，可以强化幼儿的语言和发音的能力。
3.4.3. 认知探索方面
借由儿歌搭配绘本或图片，让幼儿从歌词及绘本中探索熟悉的物品，循序渐进介绍简单的形状、身
体各部位等，适时加入肢体动作对视觉想象发展亦有帮助。例如，提供生活中的各种物品：手帕、幼儿
的衣服等，询问幼儿：“○○在哪里？”

3.5. 第十九个月至二十四个月：创造性肢体动作与歌谣哼唱
3.5.1. 身体动作方面
重复性的动作和歌曲，可强化大脑思考区通往运动区的神经信道，进而将讯息传送到负责活动肌肉
的神经，可透过点头、扭腰、弯腰、蹲立和跳跃动作，刺激肢体节奏并增强动作协调性。动作技巧是动
作计划能力的基础，组织性的韵律动作可以提升动作计划能力和感觉刺激，每一首律动歌曲可以安排二
至三的动作即可，让幼儿随兴起舞亦是动作和创造能力培养的策略之一。
3.5.2. 语言沟通方面
将日常生活经验编成简短童谣，反复哼唱，增加幼儿的语言刺激；动物歌谣能提供幼儿自由舞动身
体的机会，穿插走停的小游戏，刺激幼儿的节奏感，有益于节拍掌握及语言思考组成。训练幼儿能够同
时敲击、拍手或唱歌，加强其语言及肢体协调能力。响板、铃鼓等，都是适合运用的工具。
3.5.3. 认知探索方面
感觉动作训练有助于发展认知能力，活动过程中，大脑透过肢体动作理解所有接收的感官经验，借
由触觉、嗅觉、听觉和味觉探索周遭事物，教保人员或照顾者可将歌谣内容编成肢体动作，使幼儿在律
动中学习简单的认知概念。幼儿对于简单唱数具备简单概念，融合唱数与认知的歌谣特别适合，如：一
只猴子荡秋千、两只猴子转圈圈……。

4. 结论与建议
婴幼儿的发展是可预测且有顺序性的，教保人员依照每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提供适切的音乐活动，可
帮助婴幼儿在旧经验中感受新经验的刺激，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建构其各项能力。本研究针对婴幼儿音乐
活动设计原则，提出结论：
1) 提供感官刺激的活动，结合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动觉等感官刺激建立知觉活动。
2) 提供节奏明显、重复性高及贴近婴幼儿生活经验之歌曲，搭配肢体动作的音乐活动可增进其感官
知觉发展。
3) 使用容易抓握及易拍打之节奏性乐器，透过同时歌唱及敲击乐器，培养婴幼儿动作协调性。
为了让音乐活动可以顺利进行，教保人员可以参照下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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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大量肢体动作活动，并且鼓励有行动能力的幼儿随兴起舞，不限制幼儿的创意，让幼儿尝试
各种不同的肢体动作，增进其动作计划能力。
2) 出生至六个月的婴儿睡眠时间较长，以躺卧姿势为主，仍应给予听觉及肢体的刺激，借由按摩可
刺激其末梢神经。由于此阶段婴儿听觉较敏感，建议使用音色较柔和的乐器，例如：沙铃、手摇铃、手
腕铃等。
3) 每个孩子的发展速度不尽相同，教保人员或照顾者应视个别的婴幼儿发展状况调整活动强度、频
率和持续时间，并且于活动中进行观察，分析婴幼儿之进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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